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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正值“6·5”世界环境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2020年
以来，我市警方发挥打击违法犯罪
主力军作用，持续开展向污染环境
宣战“利剑斩污”专项行动，共破获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46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141名。

在持续推进“利剑斩污”专项行
动过程中，我市警方先后组织开展
危废“探源”“鲨鱼”“排雷”等系列子
行动，提出“以侦破八类案件的理念
侦破污染环境案件”，在全省率先推
行污染环境案件现场必勘和分级勘
查制度，积极配备暗管探测仪、水下
机器人、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等多种
环境检测设备和侦查器材，为侦查
破案提供强力支撑。同时不断深化
与相关行政部门的联动协作，强化
行刑衔接，组建南通市公安机关、生

态环境部门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融合
战队，建立健全联勤联动和环境犯
罪共商治理机制，2020年以来共开
展联合检查210余次，帮助企业整
改环保问题230余处。

2020年 10月下旬以来，海门
区公安局根据生态环境部门移交线
索，经缜密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
14名。经查，当地某装备有限公司
将200余吨危险废物交由无危废处
理资质的刘某进行处置，刘某利用
槽罐车将上述危险废物排放至海门
区常乐镇、启东市等地。目前，刘
某、钱某好等4名犯罪嫌疑人被依
法批准逮捕，洪某、杨某明等10名
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去年以来，市公安局紧盯长江
南通段等重点水域，聚焦重金属废

酸类有毒废水产生企业、危废处置
单位、污水处理厂以及钢丝绳、印
染、化工“三行业”企业，严打非法排
放处置危险废物、超标排放重金属
污染物等各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
切实保护好“母亲河”长江，全力改
善全市水环境质量，同时围绕打现
行、破大案、摧团伙，快侦快破一批
大要案件，“1·28”污染环境案、
1020污染环境案、启东某药业公司
污染环境案等7起案件被公安部、
省公安厅挂牌督办。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负责人
表示，全市公安食药环侦部门将继
续发挥打击犯罪职能，保持对污染
环境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为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去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利剑斩污”专项行动

破获污染环境犯罪案件46起

晚报讯 5日，当民警依法对
涉嫌盗窃罪的储某宣布逮捕时，
这个中年男子又一次流下了悔恨
的泪水，而这已是储某六年之内
第六次进“宫”了。

储某，今年46岁，海安人。
2015年以来，他因犯盗窃罪先后
五次被海安法院判处3至10个
月不等的拘役。储某盗窃有个特
点，每次都是在家附近盗窃，且每
次盗窃的物品案值都不大，所以
前五次全部被法院判处拘役。

去年 10月，储某刚刚刑满释
放。按理说，储某有家庭，因为盗窃
多次被判刑，应该改邪归正、重新做
人。可是其恶习难改，由于手头紧
张，今年4月24日、25日、26日，储
某先后三次窜至海安市城东镇，共
窃得两辆电动车和一辆自行车。4
月29日，民警抓到他时，所盗物品已
被其销售，赃款均被挥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待储某
的将是他人生中的第六次刑罚。

记者张亮 通讯员吴金国

屡教不改又伸手
六年内被抓六次

晚报讯“Remember！No
Greed,No fraud.”民警流利的
口语、幽默的言辞，点燃了现场热
烈的气氛。这不是一次演讲比
赛，而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反诈宣
传讲座。

4日，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出
入境管理大队外事民警来到南通
科技职业学院，用中英文双语向
留学生们介绍了新型电信网络
诈骗的特点，并以身边的真实案
例向大家讲解了刷单诈骗、冒充
公检法诈骗、投资理财诈骗等8
种常见电信诈骗方式，揭穿骗子
常用的诈骗伎俩，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应对防范措施。随后，民警

还就相关政策、临时住宿和人身财
产安全注意事项，与留学生们进行
了交流。

公安宣传“无国界”。目前，崇
川各高校共有160余名留学生。为
做到反诈宣传不留死角，崇川公安
分局挑选外语较好的民警，组建了

“双语反诈宣传队”，目前已在辖区
各高校开展双语反诈宣传5场次，
先后为在校留学生提供反诈咨询
20余人次，上门精准劝阻8人次。
记者张亮 通讯员黄侃侃 唐建张

反诈宣传无国界
民警双语开讲座

晚报讯 5日，记者驱车经过
启东城区南侧一马路看到，不少农
民利用公路晒起了小麦。现在正是
农忙季节，总有一些人喜欢把公路
当成晒场，随意晾晒粮食，不仅影响
车辆通行，也埋下了交通安全事故
的隐患。

马路晒粮，历来都是一个老大
难的问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
动。《公路法》也明确规定，不准在道
路上打场晒粮。《公路法》第七十七
条之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
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粮食收获季节，乡村道路成为
晒粮场，这使道路存在较大交通安
全隐患，车辆遇到麦子、玉米、蚕豆，
很容易打滑跑偏；车辆为躲避行人
易产生刮擦、追尾；麦秸卡进车里影
响刹车效果，容易导致车祸发生，严
重者甚至有可能导致车辆着火、人
员受伤。

记者从启东法院了解到，每年
都有多起因为马路当晒场引发的交
通事故赔偿案件。法院表示，如果
晒麦使他人不能在正常行车道上行
驶，从而引发交通事故，晒麦人是具
有过错的。此外，国家法规明令规
定，在公路晒粮，造成事故后果负有
重大责任的，将受到治安处罚直至
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黄海

晚报讯 外来女刘某20多年无
户口，办不了低保又没有医保，如皋
江安中心派出所民警本着为民初
心、跋涉千里为其找回户口。6月1
日，成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刘某
终于在如皋落了户。

今年5月上旬，江安中心派出
所民警在日常走访工作中发现，辖
区有一名精神病人且易肇事肇祸。
经了解，当事人刘某原籍系湖北省
麻城市，20世纪90年代嫁至如皋
江安，婚后不久便患上了精神分裂
症，且曾出现暴力伤人倾向。因没
有户口且家庭经济困难，刘某既无
法享受相应医疗保障，又办不了低
保，家里无法支持她自费住院医治，
因而病情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得知相关情况后，社区民警陈鹏立
即通过警网融合机制，将该情况向派
出所汇报，同时通过网格化运行机制
向镇域指挥中心报告。在镇有关部
门、村居及派出所多部门共同努力
下，如皋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刘某开辟
了绿色通道，对她先行收纳治疗。考
虑到刘某病情不稳定，需要家属贴身
看管照顾，派出所组织专门工作组前
往刘某在湖北的原籍地开展相关工
作，办理户口补登事宜。

5月16日，派出所民警陈鹏、
辅警陆海华奔赴600多公里以外的
湖北黄冈麻城市顺河镇派出所。由
于刘某离家年久，好多亲属已搬离
原住地，相关走访调查工作异常困
难。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陈

鹏、陆海华辗转40多公里、徒步山
路2个多小时，终于找到刘某的亲
属和相关知情村干部制作谈话材
料。与此同时，麻城市公安局户籍
管理中心了解刘某的情况后，决定
为其开辟绿色通道。5月19日，经
黄冈市公安局户籍管理中心审批，
刘某终于成功补登户口。随后，陈
鹏、陆海华将一系列的户籍迁移审
批手续办理完毕。

6月1日，在如皋市公安局江安
中心派出所，刘某成功将户口迁至其
丈夫陶某某名下。拿到户口簿的那
一刻，刘某的丈夫陶某某眼里噙着泪
花，激动地握着民警陈鹏的手，“我不
会说什么好话，就是感谢！”
记者张亮 通讯员陈园园 陆燕秋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虹桥南村 5/6 2/1 54.07m2 装潢 81.8万
龙潭福里 5/电 2/1 86.55m2+15m2（车库）全新精装拎包入住135.5万
公园南苑 6/电 2/1 98m2+16m2（车库） 172万
时代悦城 9/电 3/阳光厅 115m2+车位 装潢 296万
青青家园连体别墅 1-3层+地下室 350m2毛坯未住人 535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80万
怡园新村 2/车 2．5/1 92m2+9m2（车库）装潢 160万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久和中介
佳成花苑 2/车 138m2 3-2 精装 车库16m2 268.8万
五山花苑 3/车 93m2 2-2 简装 南车库19m2 166万
新建路新村 7/7 55m2 2-1 中装 120万
紫东花苑 6/电 92.8m2 精装 南车库10m2 188.8万
新建路新村 4/5 66.63m2 中装 有车库 150万
尚海湾 2楼 113m2 精装 带地暖 243.8万
光明新村 5/6 66m2 简装 4年级适用 130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 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紫东南苑 3/18 三室朝南 双阳台 阳光充足 车库30m2 毛坯 有钥匙 急卖 245万
虹桥东村 4/6 三室朝南产证面积113.9m2 实际面积129m2 车库19m2 豪装 202万
万濠禧园 9/11 四室阳光厅 153.5m2 车库17.5m2另算 精装未住 随时看房 365万净
虹桥新苑 5/6 三室二厅 122m2 车库17.5m2豪装 设施齐全 195万
现代生活广场 6/15 二室二厅 98m2 中装 185万
优山美地 11/11 门对门 2套打通 280m2 大平台100多m2精装 2个汽车位 550万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紫东南苑9/10层2室1厅91m2 毛坯车库15m2 230万
万科白鹭郡双拼别墅1-3层165m2含车位2个 595万
皇家花园30/33层4室2厅2卫141m2毛坯含车位 299万
九里香堤1/4层167m2地下室160m2含车位【花园80m2】 450万净
将军园2/7层2室一厅70m2简单装潢 120万【有多套】
越江新村4/6层2室1厅78m2全新精装车库8m2 138.8万
龙潭福里4/18层3室1厅1卫117m2 车库11m2 163.8万
红星天铂6/18层3室2厅127.7m2开发商精装 268万净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

滨河东城3/车 2-2 96m2 车10m2 毛坯 150.8万
青年路新村2/4 2-1 57.18m2 简装 启秀空学位 160万
江东广场1/车 3-2 138m2 车13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268万
解放新村4/4 1-1 48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52.8万
裕丰广场10x/电 1-1 76m2 精装 180万
光明东村5/6 2-1 64m2 简装 152.8万
光明东村5/车 2-2 104m2 南车库30m2 精装启秀空学位 228万
裕丰广场x/电 3-2 156m2 南北通透 简装 372万

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翰林府 洋房中上层/电梯(城中三中双学区)172m2 豪华装修 售价820万
万科翡翠心湖连体别墅：建153m2实际面积400m2 458万
华强城中层/电梯 建167m2 运河景观户型很好 5室2厅2卫 368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新村纯底楼建85m2 二室半很清爽有院子 空学位 290万
天虹花园 4/车库 建138m2+14m2车库毛坯 255万
五金机电城店面80m2 现已改为三层实际面积达到120m2 150万可议
天勤家园店面产权 建62m2 层高4.8米 租金4.2万元/年 140万

无忧谷房产
华强城 多套 103-145m2 议价
城北家园 27F 133m2/小车库 238.3万
望江楼 60m2-80m2 多套 议价
湾子头车库店面 27m2 65万
万象东园 住宅底商 102m2 236万
世伦名郡 23F 125m2 300万
世湾花园 2F 126m2 216万
中南七星花苑 28F 186m2 578万

中天福邸3-3号
18932222179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776917318

东昇花园 4/6 132m2 车17m2 急卖 315万
北濠桥东村 5/6 83m2 车7m2 急卖 179.8万
易家桥底楼 44.5m2 急卖 90万
城北家园 27/28 133.5m2 车11m2 急卖 239万
望江楼 底楼带五间店铺年租金十万 三学区房急卖 339万
花城三期店铺 77m2 可隔二层 急卖 268万
濠南路店铺 124m2 市口好 急卖 500万
王府大厦朝南景观房 230m2 三学区急卖 2万元/m2

东宝房产 望江楼6号楼
18751300199 18862947639

王府大厦 90m2 三学区房 285万
文峰干休所 4/6 74m2 285万
文峰干休所 114m2 2/6 4-2 320万
文峰花苑 4/6 128m2 南车库另算 350万
银花苑 66m2 4/6 280万
万象东园 4/6 64m2 家电全新地铁口 115.8万
黎明花园 4/库113m23/2库10m2 新装满五 218.8万
1912 中/电128m2 3/2/2坯车位运河景观 330万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无户女子办不了低保又没医保
如皋民警千里奔波帮忙找回落户

启东一道路竟成粮食晒场

晒在道路中间的麦子。

民警与留学生进行交流。


